
■■■■■ ■■■■■ ■■■■■

澄迈新发展 2020年3月6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奕霖 美编：杨薇A09

才收冬种瓜菜 又见育秧耕田
——澄迈抢收抢耕见闻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当下正值春耕备耕农忙时节，也
是冬季瓜菜采摘的“春收”季节。3
月2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行走在澄
迈县金江镇长安墟白岸村一处田洋
的田间地头，眼前是一派采收瓜菜的
繁忙景象。

“早上5点多起床，摘了400多
斤豇豆，现在交通畅通了，瓜菜的销
路也不用愁。”在一片辣椒地，金江镇
长安墟白岸村村民戴娥富停下手中
的活，边用袖子擦额头的汗水边笑着
说。不远处，他的妻子、儿媳正在埋
头采摘辣椒。不到一个小时，三人采
摘的辣椒已经装了大半袋。“泡椒涨
价到3元钱一斤，我们三人一天能采

1000 多斤，一直要采到清明节前
后。”戴娥富说。

紧邻长安墟的瑞溪镇，是澄迈县
冬季瓜菜主产区之一。在长安墟至
瑞溪镇的道路沿线，分布着大大小小
的瓜菜收购点。村民们骑着三轮车，
装载着各家豇豆、茄子、辣椒等前往
收购点，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收购商肖克章的瓜菜收购点在
瑞溪镇大街上，海南日报记者在该收
购点看到，茄子、豇豆、苦瓜、辣椒等
瓜菜堆成小山，20多名女工忙着给
瓜菜套袋、敷保鲜膜、加冰块。收购
点前，几名男子将已经打包好的豇豆
装运到在此处停放的两辆大卡车上。

“从春节开始就没停过工，隔天
就是一个赶集日，平时一天挣250

元，赶集日一天要装四五车，能挣
500元工钱。”装车工人王英纵说，现
在正是瓜菜上市季，许多农户会提前
采摘一整天，第二天赶集日再出来卖
菜。因此，每逢赶集日，不仅瓜菜装
载量加大，工人数也相应增加一倍。

“这两车豇豆，一共5万斤左右，
发往广西南宁批发市场。”肖克章介
绍，自1月27日起，他在长安墟和瑞
溪镇设立的两个瓜菜收购点进入收
购高峰期。其所收购瓜菜主要发往
广东、广西、安徽等地。

除了忙着收获瓜菜，连日来，澄
迈县各乡镇积极组织村民开展“春耕
行动”。走在福山镇迈岭村，海南日
报记者在看到，虽然瓜菜采收完毕，
但田间地头依然热闹。

迈岭村农户陈赛丽和丈夫符学伍
戴着草帽，穿着齐膝胶鞋，一前一后在
水田播种。“现在正是育秧期，气候暖
和，旁边那块是上周播种好的，还有10
天左右可以插秧。”陈赛丽边说边将谷
种洒在播种板上，符学伍在其后负责
将浮出水面的谷种按进泥土里。

陈赛丽所处位置前方不远处，传来
机器运转的“隆隆”声，抬头望去，一台
耕田机正在作业。“这台耕田机是我专
门买来帮别人耕地用的，最近已经有6
户人家请我去耕地，大部分是采收完南
瓜就开始种水稻。”操作耕田机的师傅
符学诗说话间也没停下工作。不到半
小时，一亩水田已经翻耕完毕。

除了准备水稻生产，澄迈县瓜果
蔬菜基地的田间管理也在有序推

进。在金江镇大坡村，村民们在各自
的田间地头开展农业生产，芋头、苦
瓜、葫芦瓜等瓜菜长势良好。大坡村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李实郁介绍，春
耕期间，“两委干部”和乡村振兴工作
队动员农户抓农时，引导群众在做好
个人防护的前提下，有序下田、分时
下地，分散干活。

澄迈县农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澄迈冬季瓜菜共种植21万亩，主要
分布于金江镇、瑞溪镇、永发镇、等
地。每天日产量 3000 吨至 3500
吨。“预计4月份之后，大部分冬季瓜
菜采收完，会再次进行大面积插秧，
目前已经采收瓜菜的乡镇，则抢抓农
时，有序播种育秧。”

（本报金江3月5日电）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你这片桑树苗比起其他人的长
得矮，需要再浇水施肥。”3月3日，在
澄迈县福山镇迈岭村桑树种植基地，
迈岭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陈希鹏
见村民王文勇正背着喷洒壶，挨个给
桑树苗施肥，随即走上前提醒一番。
眼前，低矮青嫩的桑树苗连成片，顺
着坡地铺开，呈现出蓬勃生机。

“桑苗刚种下去1个多月，现在
长到 30 厘米高，今天是第一次施

肥。”陈希鹏说，去年2月，乡村振兴
工作队进驻迈岭村后了解到，村民们
以种植南瓜、水稻等为主要收入来
源，村里却缺乏村集体经济项目。于
是，乡村振兴工作队与村“两委”干部
经过多次商量，外出考察学习，最终
将村集体产业定为种桑养蚕。

“村委会负责监督，贫困户参与
日常管理，公司负责技术与销售。”迈
岭村党支部书记符学央介绍，这种模
式，获得了不少村民的认同，其中王
文勇就是最先以实际行动支持村集

体产业发展的村民。
王文勇说，他自2008年起在海口

务工，然而因为缺乏技术，收入不佳，
曾经被纳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去年7
月，他听说村委会发展种桑养蚕产业
需要流转土地，便将自家的13亩土地
出租给了村委会，并且报名加入合作
社。“我对这个产业充满信心，有专业
公司指导，参与管理每个月有2000元
收入，最关键的是还能学一门技术。”

在村民的支持下，村委会顺利租
到43.5亩土地作为集体产业第一期

项目用地。同时，乡村振兴工作队申
请到80万元扶贫资金。

平整土地、新建水塔、安装喷灌
水管……今年1月下旬，前期准备工
作完成后，村干部、乡村振兴工作队
及村民顺利将17万株桑树苗栽种下
地。包括王文勇在内的4名建档立
卡贫困户成了基地管理员，负责给桑
苗浇水、施肥和养蚕等工作。

为了调动王文勇等人的积极性，
基地被划分成4个片区，每个管理员负
责约11亩地。“每天上午7点来上班，

忙完了再回家忙自家农活。”作为基地
管理员之一的范桂文，2017年开始自
学养蚕脱贫。“公司技术员每个月给我
们培训三四次，等我把技术学好了，还
要扩大自家的养蚕产业。”范桂文说。

“还有40天左右就可以采桑，蚕
房即将建设完成。”陈希鹏介绍，目前
正在将村小学的闲置教学楼改造成
标准化蚕房，让每个管理员负责一间
蚕房。“管理蚕房有分成，他们养得越
好，收入也越高。”

（本报金江3月5日电）

澄迈福山镇迈岭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带领村民发展集体经济

桑蚕产业初长成 增收致富有盼头

澄迈文儒镇掀起
“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热潮

扫除“脏乱差”
打造“洁净美”

本报讯 （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于亚楠）“嘟
……嘟……”3月2日一早，在澄迈县文儒镇石
浮村白石岭村民小组，一阵清脆的哨声在村里
回荡，村民们听到哨声，纷纷戴着口罩，拿着扫
把等劳动工具到村巷集中，开始清洁村内的环
境卫生。

“我一吹哨子，全村的老老少少便知道要清扫
卫生了，这是我们村的传统。”吹哨子的人叫王光
和，是石岭村的村民。他说，该村近一年来每周都
组织开展一次集中大扫除活动，疫情防控期间，更
是加大了防疫和健康卫生知识的宣传力度，引导
家家户户积极开展自我清洁，营造舒适、洁净、健
康的人居环境。

“每周一次大扫除，两天一次小扫除，党员
干部带头干。”石浮村委会副主任王权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疫情防控期间石浮村委会组织人员
值班，通过广播循环播放预防新冠肺炎相关知
识，经历此次疫情，村民们的环境卫生意识明显
提高。除了做好房前屋后、室内室外的环境卫
生整治，及时清理杂物，村民们还自发翻缸倒瓮
清积水，清除病媒滋生环境，大家希望把白石岭
村打造成富有特色的美丽乡村，逐步形成清洁
家园的浓厚氛围。

文儒镇党委书记蔡笃汉表示，文儒镇已经掀
起“四爱”卫生健康大行动热潮。党员干部带
头，群众自发参与，各村以主题党日活动的形式
大力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从源头治理“脏乱
差”现象。

澄迈桥沙甘薯合作社帮助贫困户就业

扶贫车间打工忙
脱贫摘帽路通畅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每天120元钱，在家门口上班，很不错。”3
月5日上午，在澄迈县桥头镇沙土村甘薯合作社
扶贫车间，沙土村村民王德胜忙着往货车上搬运
地瓜。在车间里，还有10多位村民戴着口罩，专
注对地瓜进行分拣、称重、打包、装车。

“合作社有两个冷库，平均每天用工人数约
20人，碰到订单量大的时候，需要60人。优先通
知贫困户来务工。”沙土村地瓜服务中心负责人王
文克说。

10多年前，王文克从国外引进优良地瓜品
种，并成立合作社，注册“桥沙”商标，带领乡亲们
种地瓜。如今，沙土村的地瓜种植面积从最初的
100多亩，扩大至 1.6 万亩，地瓜均价达 13元/
斤。不少农户跟着种地瓜发家致富，建起“地瓜
楼”。桥沙甘薯合作社也成立了当地的扶贫车间，
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

“一年中有8个月在这上班，家里有事就来
半天，家里没事就一整天在这里。”王德胜说，
他家里土地少且劳动力不足，自身又无法外出
打工，曾被纳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自从有了扶
贫车间，他积极前来务工，2019年成功摘掉“贫
困帽”。

脱贫户王玉春也是扶贫车间的老员工。“有时
我和老公轮流来上班，忙完家里的农活，两个人就
一起来，比在外地打临工挣得多，又能照顾老人和
孩子。”王玉春说。

王文克介绍，经过多年经营，桥头地瓜口碑
好，即使在疫情期间，深圳、上海、厦门等地订单也
源源不断，每天最少销售40万斤。此外，合作社
还设置网上销售渠道，接受全国各地订单，平均每
天销售近1500箱桥头地瓜。“每天下午发完当天
订单之后，再根据第二天订单量，提前电话通知用
工人员，这几个月仓库固定工人都在20人以上。
好的销售量，意味能提供更多岗位。”

王文克介绍，此前，部分贫困户受疫情影响，
生产积极性不高，桥沙甘薯合作社有序复工复产
后同时发动周边贫困群众下田抢收、抢装地瓜。
合作社还对种植面积较大的贫困户，给予高价收
购或提供免费冷库为贫困户储存地瓜。为充分
发挥扶贫就业车间的作用，车间广泛吸收闲置贫
困劳动力从事分拣、打包、装车等工作。当前该
合作社共接纳贫困劳动力9人。

“合作社不仅给我提供了工作岗位，保障了收
入，对我们送来的地瓜，收购价还比一般农户高2
毛钱。”王德胜说，他家种了2亩地瓜，其中1亩地
在春节期间上市，受疫情影响，不少收购商压低收
购价，桥沙甘薯合作社提价收购地瓜，让他多挣了
几百元。 （本报金江3月5日电）

澄迈党员干部
踊跃捐款助疫情防控

本报金江3月5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
王显茺）海南日报记者从澄迈县委组织部获悉，在
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澄迈县广大党员积极响应
党中央号召，自觉自愿踊跃捐款。截至3月4日，
澄迈县各级党员干部捐款55万余元；在党员干部
示范带动下，社会群众共捐款逾62万元。

“我是一名老党员，平时都是享受党和国家的
优惠政策，现在国家有难，我要感党恩、帮助国家，
请党组织接受我的一份心意。”澄迈县桥头镇西岸
村年过九旬的老党员王文志将自己积攒的100元
生活费交给党组织。

广大党员纷纷表示，要更好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坚守工作岗位，全面履职尽责，积极奉献爱
心，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作出
应有贡献。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三月春风暖大地，澄迈凤梨迎来
上市季，采收、销售均是一片火热。

“去年下半年，冷空气下行，使广
西、广东等地凤梨出现不同程度减
产。”澄迈县凤梨产业协会秘书长王恒
表示，得益于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澄
迈春季凤梨成熟早、收成好，“春蜜”凤
梨尤其受热捧。

目前澄迈有120多户农户种植凤
梨，已经形成规模化种植。据该协会
统计，近期澄迈将有1万多亩凤梨采
收上市，按照每亩收获 5000 斤至
6000斤计算，总产量将达5000万斤
以上。此外，澄迈凤梨产业还有包装、
流水线、冷库、运输车辆等，形成了凤
梨产业完整物流链。

时值澄迈凤梨采收季节，在澄迈
县金江镇海南台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凤梨园，一眼望不尽的凤梨地里，刚采
摘下来的金黄色凤梨垒成堆。数十个
工人围坐在一起，或忙着装箱，或分拣
大小，忙碌而有序。

“这些工人都是老熟人了，在这
片基地干了五六年，每年都来，采收
凤梨熟练且可靠。”海南台海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天君介绍，工人
分成采摘和打包两个分队。为避免

阳光照射和保持凤梨新鲜，采摘工人
凌晨4时许下地采摘；打包工人早上
6时许开始就地打包、装车，发往上
海、浙江等地。

眼前这片凤梨园占地700亩，自
2 月 12 日起，首批“春蜜”凤梨开
摘。“有时需要收购其他农户的鲜
果，每天能保证发 3万斤。”杨天君

说，该公司如今已经销售凤梨60余
万斤。

走进澄迈县农业互联网产业园，
20多位工人在生产流水线上，将包装

精美，大小统一的凤梨，码放整齐，等
待发往外地。

“以往分拣、包装由人工负责，会
出现果品大小分类不均匀情况，今年
开始，我们优化凤梨产业对外供给，统
一由机器分选打包，实现标准化。”该
流水线负责人曾今飞介绍，去年下半
年，该公司引进自动化分级、分选设
备，经过一段时间调试，今年1月开始
投产使用。

“质量好，品质有保证，销售不
是难题。”澄迈县凤梨产业协会会长
黄华茂介绍，该协会自2017年成立
以来，一方面，不断引进新品种，使
凤梨在澄迈四季可产果，并根据订
单数量，安排种植户分期、分阶段种
植，避免集中上市，彼此“撞车”。另
一方面，成立了一支由专家领头，业
务骨干组成的技术指导队伍，围绕
选地、施肥、选苗、栽苗、催化、上市
等关键问题为凤梨种植户答疑解
惑，帮助果农致富。

黄华茂说，澄迈凤梨协会十分
注重对澄迈凤梨进行技术管理和品
牌打造，先后在亚洲果蔬产业博览
会、冬交会和海博会等展会亮相，提
升了知名度，为今年果品畅销做了
铺垫。

（本报金江3月5日电）

田间地头采鲜果、自动分拣标准化、专家把关保品质……

澄迈凤梨热销有诀窍

3月2日，澄迈县农业互联网产业园集配仓储中心工人忙着装运凤梨。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图/文

⬆ 3月2日，澄迈
县瑞溪镇一瓜菜收购
点，工人包装苦瓜。

➡ 3月5日，澄迈
县福山镇迈岭村农户
在犁地。


